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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言慎行謹言慎行
雅各書：四11-17、五1-6、12雅各書

如果一個人真的回轉歸向神的話，他就在他的行為當中要有幾方面的注意：

包括不可以論斷、不可以自誇、不可以虧負窮人、不可以發誓起誓...。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三1‐12描述了舌頭危害之大，

如果不能勒住舌頭、或是內心的光景有問題，舌頭是可以帶來很大的殺傷力。

所以要勒住舌頭，要保守生命的教導。所以要勒住舌頭，要保守生命的教導。

四11開始，雅各就從三方面講到我們應有的做法，

我們如果不悔改、不恢復我們跟神的關係，我們如果不悔改 不恢復我們跟神的關係

那麼我們就會繼續按著舊有的模式、

以屬世的智慧來行事，而不是按著從上頭來的智慧來生活。

這樣做的話按照世俗的標準，似乎是正常的，

但是卻不自覺的會繼續持續的與神為敵、惹動神的憤怒。

接下去的經文當中雅各就指出幾種言行的模式，

2

接下去的經文當中雅各就指出幾種言行的模式，

一方面陳述他們的錯誤，並且警告信徒，應該要遠離這些的錯誤。

首先我們來看「不可論斷」…
四11‐12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四11 12弟兄們 你們不可彼此批評。人若批評弟兄 論斷弟兄 就是批評律法

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

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

這兩節經文的當中出現兩個動詞：批評、論斷。

「批評 指的就是說人壞話，有可能帶有幾分事實；但是更可能是惡意的中傷。「批評」指的就是說人壞話，有可能帶有幾分事實；但是更可能是惡意的中傷。

四1「你們中間的爭戰鬥毆」這樣的狀況來對照來看的話，

雅各心中所呈現的圖畫，很可能就是指著在教會當中人際互動裡面，

已經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就是嚴重的批評跟定罪。

不可論斷或是不要批評，在整本聖經當中是一貫的教導，

舊約裡面是如此、新約裡面也是如此，

利未記十九6、詩篇一○一5、箴十18…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也就是太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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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也就是太七1‐5，
也花了一些的篇幅來教導，告訴我們不可以論斷。

而在保羅的教訓當中，毀謗、讒言…，也都列在不討神喜悅的惡事當中，

所以雅各在這裡說：批評弟兄、論斷弟兄，他說就是批評論斷律法，所以雅各在這裡說：批評弟兄、論斷弟兄，他說就是批評論斷律法，

而論斷律法、就等於是沒有遵守律法，乃是判斷人的。

這裡到底說的律法是指什麼？很顯然就是利十九18「愛人如己」，

雅各在二8已經引用過了，他的意思很清楚：藐視肢體、惡意地中傷、

甚至用一種絕對正義的姿態來定人的罪，這是很明顯地背離了律法。

這樣的態度跟行為絕對不是 件小事情 這樣的行動等於就是說：這樣的態度跟行為絕對不是一件小事情，這樣的行動等於就是說：

律法可有可無，律法就算存在，它也不會發生什麼作用。

一言以蔽之，這樣子的人等於是審判了律法，而且認定律法是不必遵守的。遵

剛剛這兩節聖經仔細來看的話，會發現雅各沒有直接用「違犯律法」這樣的字眼，

而是用了很特殊的一個字眼叫作「論斷律法」，

論斷弟兄、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

那對犯罪者而言，所謂的論斷律法其實是一個更嚴重的罪，

因為罪人呢，把自己提升到一個比律法更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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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罪人呢，把自己提升到一個比律法更高的地位，

藉著論斷律法，阻礙他人去守律法



身為受造的人，卻把自己高舉到比律法更高的地位，很明顯的違反了聖經的真理，

因為設立律法的是上帝，神透過摩西頒佈律法給百姓，因為設立律法的是上帝，神透過摩西頒佈律法給百姓，

它的內容是包括了不可增添、跟不可刪減性。

但是論斷律法，等於是坐在審判官的位子上、來對律法發出批判。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因此任何人把自己放在高於律法的地位，

而且想要去更動、去修訂、甚至對律法不予理會的人，等於把上帝推到一邊去，

拒絕接受祂至高的主權 而且把自己放在 個僭越的地位上拒絕接受祂至高的主權，而且把自己放在一個僭越的地位上，

這件事的嚴重性，恐怕已經遠遠地超過我們一般人所能夠理解的。

也就是說，批評論斷弟兄，不單單涉及的是言行的不當，它根本上是在審判律法、也就是說 批評論斷弟兄 不單單涉及的是言行的不當 它根本上是在審判律法

進而藐視了律法的來源，就是那位至高的掌管萬有的上帝。

有人說：這樣講會不會太嚴重了些？而且這樣的解釋，是不是就是雅各的原意呢？

四11‐12根本沒有提到上帝這兩個字啊？

不過剛剛我們讀的時候，如果稍微留意一下應該很清楚：

12a「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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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

那當然就是那位獨一的上帝，不是指的摩西、也不是指地上的任何一個人。

如果我們覺得這半節還不夠清楚的話、還有疑問的話，

12b「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當然很清楚講的就是神、就是上帝。12b 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當然很清楚講的就是神、就是上帝。

批評論斷，不是一件小事情，因為它涉及的是我們對律法、

甚至對賜下律法之父上帝的態度。

基督徒有的時候很容易會一下跑到「反律法主義」的狀態當中，

因為覺得我們不是靠律法得救，那麼律法的價值似乎是就變得非常低了，

甚至呢 反正上帝會饒恕 會赦免我們 所以我們就在這些事上甚至呢，反正上帝會饒恕、會赦免我們，所以我們就在這些事上

不自覺的會變成用一個輕忽的態度來面對。

律法主義、反律法主義都是錯誤的，就好像路德講的：律法跟福音要清楚地分辨，律法主義 反律法主義都是錯誤的 就好像路德講的：律法跟福音要清楚地分辨

否則的話我們沒有把它們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我們很自然的就會產生錯誤的認知、

也產生了錯誤的行為，對我們的影響還有在救恩的體認上面，

其實都會帶來非常負面的結果。如果我們再繼續問：批評論斷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的時候基督徒會以為不可以批評、論斷，指的是任何的事情都不可以有意見、

不可以表達任何的看法，因為你講了、似乎說別人，那就變成論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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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表達任何的看法，因為你講了、似乎說別人，那就變成論斷了。

其實這個觀念並不正確。

論斷之所以錯誤，是因為批評論斷者用一種自以為義的態度、

用一種絕對公正的超然的角度，去定別人的罪。用一種絕對公正的超然的角度，去定別人的罪。

更可憐的是，這樣的人其實一定會受到神的審判，

太七1「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應該是指免得你們被神論斷。

論斷這個字在聖經裡面很多不同的翻法，但是在這邊應該是指著審判。

登山寶訓當中，主耶穌針對這個議題其實是有更積極的教導：

太七5「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太七5「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樑木，

然後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總括的來說：神的心意不是要我們成為偽君子，就是那假冒為善的人，總括的來說：神的心意不是要我們成為偽君子 就是那假冒為善的人

自己眼中有樑木都看不見、然後急著要去除掉別人眼中的刺，

那個刺就是木屑，也可以說是樑木的一種反射、投射。

神的心意不是要我們成為偽君子，看不見自己的問題、只看到別人的問題

神是要我們成為真弟兄、真正的肢體

也就是說先用同樣的高標準來看自己的問題、先來對付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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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先用同樣的高標準來看自己的問題、先來對付自己的問題，

然後才去幫助我們的肢體，來面對他的問題、一同成長。

接下去我們要看的是第二部分，四13‐17講到的是不可自誇、不可誇口…

嗐 你們有話說 「今 我們要往某城裡去 在 裡 年 做 賣 利13 嗐！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做買賣得利。」

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

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15 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也可以做這事，或做那事。」

16 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面對未來、作計劃、作安排，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的事，

英文裡面有一句話說 If you fail to plan，You plan to fail。英文裡面有 句話說 If you fail to plan You plan to fail
說得簡單一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你若不計劃，就會失敗

現代人愈來愈知道作企劃、要作周詳的計劃，

然後按部就班地去加以執行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雅各在這段經文當中似乎認為針對未來作計劃是不對的，

甚至呢還是得罪神的。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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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呢還是得罪神的。真的是這樣子的嗎？

他的意思真是如此嗎？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雅各是以商人來作例子：「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去，在那裡住一年作買賣得利。」

所以今天、明天、往某城裡去，都沒有特定的指稱、也沒有說作什麼買賣，所以今天、明天、往某城裡去，都沒有特定的指稱、也沒有說作什麼買賣，

但是這個人的動機卻是買賣得利，並且認為自己似乎掌控了全局。

看來他的生意作得大概也不小，已經可以跨越不同的城市，

這個人的狀況，看來是對自己前面的發展信心滿滿。

其實未來有許多未定的因素，人是不能夠掌握未來，上帝才是未來的主宰，

正如過去 現在祂是主宰 樣 祂是掌管萬有的主 包括祂是你我的主人正如過去、現在祂是主宰一樣，祂是掌管萬有的主，包括祂是你我的主人。

自以為知道上帝對未來世界的計劃，等於在某方面持了一種僭越的態度，

我們作計劃的第一步，是要尊重敬畏神。我們作計劃的第 步 是要尊重敬畏神

在你我未來的主權，作計劃的時候一定要尋求神的引導，並且求神顯明祂的心意。

在面對未來的時候呢，也要有心理準備，總可能有出乎我們意料的事情發生，

不論它是好的或是不好的，甚至我們也要有一點打算

有的時候我們所安排、我們的計劃呢，可能無法完成，

但這個可能代表上帝有一個更大的計劃，是我們事先所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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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可能代表上帝有一個更大的計劃，是我們事先所不知道的

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不單單是雅各寫信的對象，也包括我們每一個人。

這個不可自誇就是講到說我們在面對未來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也應該要做計劃，只是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我們是可以也應該要做計劃，只是我們要承認自己的有限。

我們要知道，未來其實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當我們要為未來作計劃的時候，

要尋求神、並且把自己放在一個順服的地位上。

我們對於未來有多少預知的能力呢？

雅各在這邊說：我們來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吧，你們的生命是什麼呢？

是用你現在擁有的健康 財富 學位 社會的地位來衡量嗎？是用你現在擁有的健康、財富、學位、社會的地位來衡量嗎？

不是的，他的答案是在四14「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與上帝的永恆和全能來對照的話，人是何等地短暫跟渺小。與上帝的永恆和全能來對照的話 人是何等地短暫跟渺小

承認這個事實，也就是承認人有限，承認未來不在我的掌握之中，

不是莫可奈何，當然更不應該是志氣消沉，

而是讓我們在凡事上來專心地依靠主。

四15「你們只當說主若願意，我們就可以活著，

也可以做這事 或做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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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做這事 或做那事。」

「主若願意」，的確成為許多基督徒放在口中的話語。

雅各提醒我們這句話「主若願意」，並不是只是要我們嘴裡說說，

轉個頭，又完全按著自己的意思而行；轉個頭，又完全按著自己的意思而行；

而是要我們在說這句話的同時，是時時刻刻地願意順服在神的旨意

和神的帶領當中，說這句話才變成是有實質的意義。

所以自以為掌控全局、沒有敬畏神的心所作的計劃，叫作張狂誇口，

四16「現今你們竟以張狂誇口，凡這樣誇口都是惡的。」

因此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然後去作計劃，這樣子的事情就是邪惡的，因此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然後去作計劃，這樣子的事情就是邪惡的，

帶來結果是什麼呢？必不亨通，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四17提醒讀者罪的一個定義—「知善不行」，為什麼還要加上這句話呢？四17提醒讀者罪的 個定義 知善不行」 為什麼還要加上這句話呢？

因為雅各相信教會裡面的弟兄姐妹，或是說讀他書信的這些讀者們，

知道作計劃應該要尋求神的心意，

知道應該把自己的未來完全交在神的手中，並且順服而行。

可是他們當中卻有許多的人不去如此行，明明曉得對的是什麼、卻不去做，

或是四17「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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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四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而且是得罪神的。

接下去我們來看另外一個重點—不可虧負窮人，五1‐6…
1 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1 嗐！你們這些富足人哪 應當哭泣 號咷 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

2 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蟲子咬了。

3 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銹；那銹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吃你們的肉，如同火燒。

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攢錢財。

4 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

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

5 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嬌養你們的心。

6 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很明顯 這是講到審判即將來臨很明顯，這是講到審判即將來臨。

耶穌在路六24‐25但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

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飢餓；你們飽足的人有禍了 因為你們將要飢餓

你們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將要哀慟哭泣。

這些描述呢都是跟登山寶訓裡面所講的有福了、有福了，是一個強烈的對照，

意是 讓我 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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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顯然，神的心意是要讓我們蒙福，

但是蒙福有蒙福的特徵，而有禍呢也有有禍的特徵。



剛剛的這段聖經，接下去還有講到說：如果人都說你很好的話，你也有禍了。

這是很可怕的，因為有可能一個人活在世上，總是處處要去取悅別人，這是很可怕的，因為有可能 個人活在世上，總是處處要去取悅別人，

失去了生活的原則、真理的支柱，反而是以討別人的歡心作為他存在的目的。

這當然是非常嚴重的事情，雅各其實已經在雅各書裡面，幾次的警告有錢人—
當然是指的那些為富不仁的人，不要依賴不定的錢財、不要迫害、不要褻瀆，

他呼籲這些為富不仁的人，要悔改、要離棄罪惡，也就是虧負窮人的罪惡。

當時有許多基督徒正是受到這些不義的富足人他們的欺壓，當時有許多基督徒正是受到這些不義的富足人他們的欺壓，

這裡提出的警告，或是說對於有錢人將要受審判，這些光景的描述，

跟耶穌在財主與拉撒路的比喻當中，對財主在陰間所受的苦，其實是蠻類似的。

雅各強有力的表達、還有栩栩如生的描繪，

都讓人讀了之後，覺得似乎這些已經發生在眼前了。

雅各要這些為富不仁的人，為了必然要臨到他們身上的災禍，要哭泣、要號咷，

他們只知在今世積儹錢財，將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可見的財物上

然而這些都將要過去，身外之物的價值其實是起伏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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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都將要過去，身外之物的價值其實是起伏不定的，

依賴這一切其實是何其愚昧

不只是在這邊講到財物壞了、衣服被蟲咬了、金銀長了銹，那是指貶值了；

更糟糕的是，肉要被吃、如同火燒，這是描述一個人在審判當中死亡的光景。更糟糕的是，肉要被吃、如同火燒，這是描述 個人在審判當中死亡的光景。

我們看到雅各一再地對富足的人、有錢的人提出了批判，

讓人會覺得是不是在基督徒的信仰當中，有錢就變成是一個罪惡？

絕對不是如此！有錢不是罪，除非所得的是不義之財。

富足的人問題是在於他們的驕傲，以為他們掌控全局、

以為可以呼風喚雨、以為他們的價值是以所擁有的財產來加以衡量，以為可以呼風喚雨、以為他們的價值是以所擁有的財產來加以衡量，

他們的問題也是在於貪婪跟自私，只顧賺取更多、而不願意分享，

特別是他們累積財富的途徑。竟然是透過虧負窮人。

按照聖經時代的慣例，當時工人的工資應當是要當天就來發放，

甚至是在日落之前就應該把工人當得的來給他，使他第二天可以用於家庭的生計。

在古代的社會特別在近東地區，有人認為說大概有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靠著每一天的收入、或是他每一天勞碌所獲得的來維生。

所以虧欠工錢，等於就是讓許多的人他們的生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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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虧欠工錢，等於就是讓許多的人他們的生活陷入困境，

這是一種冤情、是不義的事情、是得罪神的。

神垂聽窮人在困境當中的呼求，

神在審判的日子要在不義的富足人身上來實行公義，神在審判的日子要在不義的富足人身上來實行公義，

這些人在世的日子奢華宴樂，然而對於窮人的困境卻是毫無同情、沒有行動。

雅各並沒有期待說：這些富足的人要去從事什麼慈善的事業，

只是要他們好好按著當做的去做—他們如果財富愈多，

他們應該要想到的是如何地為那些貧窮的人，

為他們預備更多工作的機會。為他們預備更多工作的機會。

而這些人來幫他工作，特別像 4所說的：

「給他們收割莊稼的時候，不應當積欠他們的工資、不要虧欠他們。」

這是雅各對於富足的人一個很基本很重要的一個提醒。

6「你們定了義人的罪，把他殺害，他也不抵擋你們。」

很容易讓人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主耶穌基督就是如此，

富足的人很多時候，不知不覺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跟當年那些猶太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是相同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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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當年那些猶太人把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是相同的行徑，

這是我們要特別謹慎、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有關謹言慎行呢，我們要講到最後一個部分…
五12「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五12 我的弟兄們 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

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雅各在這邊說最要緊的是，難道起誓這個事情跟他在整卷書信當中，

其他的教導比較起來它是最重要的嗎？沒有比它更重要的嗎？

看來不一定，因為這一段的教導已經是接近尾聲了，看來不一定，因為這一段的教導已經是接近尾聲了，

雅各要把握最後的機會提醒他的讀者說：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起誓很多時候會牽涉到神的名字，

妄稱神的名是嚴重的罪。

如果從舊約的背景、或是以色列人的背景來看，

律法裡面並沒有禁止起誓，只是強調說必須要忠實、要忠誠，

也就是說起的誓不可違背。(利十九12)
耶穌吩咐門徒卻是說：「不可以起誓」，超越這樣子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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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吩咐門徒卻是說： 不可以起誓」，超越這樣子的教訓

主耶穌所教導的跟猶太人的傳統已經是超越了，禁止任何的誓言。



在這邊我們就會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到底是禁止任何的誓言、不可起誓呢？還是說是禁止不誠實的誓言？到底是禁止任何的誓言、不可起誓呢？還是說是禁止不誠實的誓言？

如果看保羅書信中，羅一9、加一20、使徒行傳所記載的，

保羅自己的行動，對於起誓的事情並沒有那麼嚴格的標準。

這個主題，也曾經在整個解經上產生一些的爭執，

禁止不誠實的誓言，起誓在必要的時候可以，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要違背所說的

禁止任何的誓言，似乎也是很明確：耶穌在登山寶訓、雅五12所說的內容

在教會歷史當中，不同的團體在應用上是有差別的，譬如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

路德派 就是信義宗 加爾文派 就是改革宗路德派、就是信義宗、加爾文派、就是改革宗，

這些對於政教之間的關係還是持比較正面的一種看法，

而且認為起誓、服公職，都是可以容許的

有一個團體叫作重洗派，或是說叫作激進的改教團體，他們就認為說：

不可以起誓、不可以服公職、不可以打仗，因為打仗的話就會殺人

服公職 因為政府其實是邪惡的團體與神的旨意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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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公職，因為政府其實是邪惡的團體與神的旨意相違背

他們在起誓的事上，解讀是認為是絕對不可以起誓

在這一段的教導當中，可能真正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話語，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太五、跟雅各在雅五12，講到最後都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話，主耶穌在登山寶訓太五、跟雅各在雅五12，講到最後都提到 個很重要的話，

就是：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最重要的是這個，我們說話要誠實！

有一些人把起誓當成是證明自己是誠實的、是無辜的、是忠誠的，

很多的人起誓其實只不過是拿另外一種大家公認的權威，來支持、

或是替他所說的話背書 這節聖經 這個主題 最重要的教導就是或是替他所說的話背書。這節聖經、這個主題，最重要的教導就是—
但願我們這些在神面前領受真理，領受基督救恩的人，

因為生命改變的緣故、因為我們在神面前立定心志要謹言慎行的緣故，因為 命改變的緣故 因為我們在神面前 定心志要謹言慎行的緣故

我們所要做到的應該是：我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謊言是出於罪，魔鬼是說謊之人的父。

我們看見有人就是習慣性的說謊，那就代表他還行在罪中，

但是我們如果願意在神的面前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的話，這就是我們在謹言慎行上面最重要的一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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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面前也是如此的話，這就是我們在謹言慎行上面最重要的一個實踐。

這是非常重要的教導，但願基督徒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都在凡事上討祂的喜悅。

天父，我們再一次感謝你，

是的，何等願意，我們在與人互動的當中是的 何等願意 我們在與人互動的當中

我們真的謹言慎行、我們不虧負人。

特別在弟兄姐妹當中，

有 些 作企業 老 作 這些主有一些他們是作企業的老闆、是作僱用他人的這些主人，

但願他們在面對他們員工的時候能夠全然的沒有虧負；

更求主讓我們在謹言慎行上，我們能夠謹慎我們的話語，更求主讓我們在謹言慎行上 我們能夠謹慎我們的話語

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的話、你都在意，

我們所說的不僅是在人的面前、也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們願在你的面前說 讓我們操練所以我們願在你的面前說：讓我們操練—

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讓我們所說的，能夠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讓我 所 在 前 在 前

都可以站立得住！

繼續引領我們，讓我們的生命，可以正直合乎你用。

19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